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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哈瓦那 7月 21 日电 （记者杜
尚泽） 国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抵达哈瓦
那，开始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 21 日晚 9 时许，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
场。习近平受到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
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迪亚斯—卡
内尔热情迎接。古巴少年向习近平献花。

习近平指出，1960 年，古巴在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率先同新中国建交，开启
了中拉关系新纪元。中古关系经受住国
际风云变幻考验。当前，两国都处在各
自发展关键时期，中古关系面临新的重
要发展机遇。我期待在访问期间同劳尔
主席等古巴领导同志就双边关系和共同
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全面总结两
国关系发展经验，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
作出长远规划，共同开创中古互利友好
合作新时代。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国事
访问后抵达哈瓦那的。离开加拉加斯
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和多名政
府部长、三军高级将领为习近平送行。
机场举行隆重欢送仪式。习近平在马杜罗
陪同下检阅仪仗队。随后，两国元首登上
检阅台。乐队奏中委两国国歌。两国元首
依依话别。马杜罗说，习近平主席对委内
瑞拉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成果超出
预期，我和委内瑞拉人民倍感振奋。习近
平感谢马杜罗总统及委内瑞拉政府和人
民的盛情接待，强调双方要落实好这次访
问达成的各项共识和成果，使两国人民友
谊更深厚、两国合作更宽广。

当地时间 7 月 21 日晚 9 时许，习近平
乘坐专机抵达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
场，开始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受
到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
议第一副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热情迎接。
图为古巴少年向习近平献花。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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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加拉加斯 7月 21日电 （记者杜尚泽、
丁刚） 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加拉加斯和委内瑞
拉总统马杜罗共同出席中国—委内瑞拉高级混合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闭幕式。

习近平祝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指出中委高
委会作为两国政府间重要合作机制，参与和见证
了中委关系蓬勃发展的全进程。10多年来，两国
有关部门通过这一机制对中委合作进行顶层设计
和统筹协调，使务实合作成为中委关系的支柱和
亮点。中国成为委内瑞拉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石油
进口国，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美第四大贸易伙
伴，2013 年双边贸易额是 2001 年的 25 倍。中方
通过两国融资合作机制支持了委内瑞拉 220多个
经济建设和民生项目，并开展了一大批合作项
目。刚才，我和马杜罗总统共同见证了一系列重
要合作文件的签署。它们就如一个个坚实的台
阶，筑就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将为中委合作提供
更多空间。我们欢迎委内瑞拉积极参与到这一进
程中来，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中方愿同委方坚持真
诚友好、肝胆相照，加强务实合作，不断开拓进取，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牢牢
把握机遇，共同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马杜罗表示，委方希望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
兴业。委方对两国关系未来充满期待。

闭幕式前，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多项合
作文件的签署，涉及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矿业、农业、高技术等领域。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

本报加拉加斯7月21日电（记者杜尚泽、丁
大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陪同下在加拉加斯参观蒂乌娜社会住房项目。
习近平对马杜罗说，蒂乌娜住房项目是查韦

斯总统生前高度重视的民生工程，得到两国领导
人关心支持。看到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一幢幢高楼
拔地而起，我很高兴。马杜罗称赞中方施工人员认
真负责、高质高效，为委内瑞拉民生事业作出了突
出贡献。希望今后双方有更多这样好的合作项目。

本报加拉加斯7月21日电（记者杜尚泽、丁
大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加拉加斯会见委内
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卡韦略。

习近平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同委内瑞拉全国

代表大会之间的交流是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方继续开展立法机关和党
际交往，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促进友好合作。我
们欢迎委内瑞拉议员访问中国。

会见后，卡韦略陪同习近平来到庭院。当地
民众在此聚集，欢迎中国贵宾到来。欢歌劲舞，
彩旗招展，习近平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当地少
年儿童送上鲜花，习近平同他们亲切交谈。现场
充满浓浓的友好气氛。离开时，军乐队再次奏响
中委两国国歌，礼兵接受习近平检阅。卡韦略陪
同习近平至车前并亲切话别。

习近平和马杜罗出席中委高级混合委会议闭幕式

欢迎委方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参观中委合作住房项目 会见委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习近平和马杜罗出席中委高级混合委会议闭幕式

欢迎委方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参观中委合作住房项目 会见委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习近平参谒查韦斯陵墓
本报加拉加斯7月21日电（记

者杜尚泽、吴志华） 正在委内瑞拉
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前往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陵墓
参谒。

查韦斯陵墓坐落于加拉加斯市
一座山丘上。这里曾是一座军营，
1992年查韦斯在此指挥革命。

沿途，委内瑞拉民众聚集在道

路两旁，挥舞中委两国国旗，手持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标语，欢呼
中委友谊万岁。当地民众身着民族
服装，弹奏当地传统乐器，跳起欢
快的舞蹈。当地民兵手持红旗列队
欢迎。

习近平抵达时，委内瑞拉副总
统阿雷亚萨和夫人、查韦斯女儿罗
莎率政府部长和三军高级将领迎接。

查韦斯的陵墓安放在庭院内。
习近平默哀致意，缓缓绕陵一周，
表达缅怀。

习近平走进展室。这里陈列了
查韦斯生前革命、工作和生活的物
品和图片。习近平边看边听阿雷亚
萨的讲解。习近平指出，查韦斯是
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是中国人民的
伟大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喜

爱中国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和执政理念了解很深，为发展中委
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我曾同查韦
斯两次见面，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
在目。故人已去，风范永存。中国
人民怀念他。我很高兴看到委内瑞
拉政府和人民继承了他的事业，相
信你们将在国家建设道路上不断取
得新成就。

阿雷亚萨表示，查韦斯总统生
前对中国怀有真挚友好感情，高度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我们对他最好
的纪念就是继承他的遗志，不断加
深委中两国友谊。

习近平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将
在南南合作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从金砖国家金融合作迈出实质
性步伐，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
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到
启动中国—拉共体论坛；从宣布中
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对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优惠贷款、启动中拉合作
基金、实施中拉农业合作专项资金
等一系列大手笔物质资源投入计
划，到面向人力资源和人际关系领
域宣布未来 5 年对拉美提供多达
1.44万人的政府奖学金、赴华培训、
在职硕士、国家政党领导人赴华访
问交流、青年领导人培训名额；再到
提出中拉合作五项原则——平等相
待、互利合作、交流互鉴、国际协作、
整体合作，南南合作立体升级版蓝
图已经呼之欲出。

数十年来南南合作经验教训
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要想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的夙愿，关键在于形
成自主造血机能，而非依赖外部输
血；中国能够在两代人时间里从

“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
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
易大国，这就是成功经验。今天，面
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发展起来的
中国希望提供的是切切实实、可持

续的帮助，因此愿意承担合理适度
的国际援助责任，但更强调的是建
立在商业基础上、平等互利的经贸
往来。这才是对发展中贸易伙伴能
力与自我奋斗精神的尊重与信任。

对于众多后发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而言，与东亚等新兴工业化经济
体发展经贸合作更加重要。由于产
业结构演变等原因，同样的国内生
产总值增量，东亚能够创造比美欧
更大的出口市场；由于东亚等新兴
工业化经济体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
国家，其进口需求增幅的优势就更
为突出了。就对华贸易而言，中国早
已是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和进口增长
最快的大国，2000 年—2008 年间，
世界进口年均增长 12%，中国进口
年均增速则高达22.4%。从加拿大、
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到东
南亚、巴西、安哥拉乃至苏丹等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贸易
伙伴从中国旺盛的进口需求中受
益越来越多，去年提出的 10 万亿
美元进口计划，更让许多贸易伙伴
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投资领域，这 10 多年来，我
们已经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
对华贸易和中国直接投资拉动；在
未来 10年里，会有更多的国家，中

国投资对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中国投资带
动它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域和
方式将有所改变。如果说原来这些
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靠中国投资带
动走出停滞，主要是在资源开发方
面的投资；接下来 10年，将主要靠
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
及重大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来带
动。中国经济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中国政府正在尽力为发展中贸易
伙伴创造抓住这一机会的条件。

商业性经贸往来建立在经济互
补性基础之上，各国产业结构不同
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国际分工是
永远存在的经济现实，关键在于平
等互利；戴上有色眼镜对商业事务
进行政治化的观察和解读，只能干
扰本来互利双赢的交易。中国追求
与政治经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
希望切实夯实中国与拉美以及与其
他发展中贸易伙伴之间的信任。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
员）

打造南南合作立体升级版
■ 梅新育

当地时间7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共同出席中国—委
内瑞拉高级混合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闭幕式。 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摄

本报北京 7 月 22 日电 （记 者
赵明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2 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六轮中美
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并
座谈。

李克强表示，一个良好的中美关
系对彼此有利，也具有全球影响，是
中美创造更大全球化利益的空间所
在。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

识，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增
强互信、深化合作、拓展利益、管控
分歧上多下功夫，不仅加强官方交往，
而且密切商业、智库等各界交流，让中
美合作的列车平稳健康前行。

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统筹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就是要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和市
场的力量，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与活力，推动经
济向中高端水平
迈进，实现中国
经济升级和民生

不断改善，这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与
繁荣。我们将构建更加开放的格局，
建设好、管理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完善
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市场
环境。中国愿做国际经贸新体系建设
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希望美方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为两国深化合作创造更多
有利条件。

李克强会见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

7月22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
——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 2014”在中
国科学技术馆开幕。本次巡展的 19项重要成果
包括基础前沿、国家重大任务、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国家思想库功能等方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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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小观众在
模拟操作“天宫”
与“神十”对接。

▼观众在体验月
球漫步。


